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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民間全民電視股

民視新聞台

通傳內容字第
10700547820號
處分日期：
108/02/12

民視晚間
新聞
-「不滿女
友提分手
同居惡男
竟虐貓致
死」新聞

107/09/09
違反節目分
18:42~18:45 級處理辦法

內容如下:主播口述：高雄一名女飼主透過遠端 罰鍰
監視器發現愛貓動也不動，回溯畫面才發現同 NT$400,000
居男友先抓著貓咪狂摔，接著又用拖鞋不斷追
打著貓咪，也就是她的愛貓竟然是被活活虐死
的，女友氣得報案提告，但同居男友已經不知
去向，而虐貓影片引起網友群起激憤，動保處
也表示這行為涉及刑法，可處兩年以下有期徒
刑，併科20萬到200萬的罰金。記者報導：「畫
面中穿短褲的男子拎著小貓上下晃動，接下來
竟然大力狂摔10多下，小貓嚇得躲進書桌，男
子還是一把抓出來，像是打網球一樣大力的把
貓打向牆壁，大力狂摔還不夠，男子還拿著拖
鞋繼續追打」、「桌下的小貓拼命抓著椅
腳，但男子還是強硬把貓拉出來，甚至掐著脖
子吊在半空中，貓咪小小身軀只能低吼反
抗，但最後還是活活遭到虐死。前揭新聞自主
播播報時，即出現男子以手將貓抓起並以物品
擊打，及把貓隻反覆摔落、丟出等內容，另記
者報導時，除再度播出前揭虐貓相關畫面，並
在畫面輔以「往地上狂摔」、「逃跑被抓回
來」、「大力丟牆撞擊」、「低吼抵抗」、
「拿拖鞋追打」等文字。系爭新聞相關畫面雖
經霧化處理，惟男子打貓過程及將貓隻摔落等
虐貓連續動作仍可清楚辦識，含有暴力、血
腥、恐怖等意涵，易對兒童身心產生不良影
響，逾越新聞報導畫面應符合「普遍級」之規
定，已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28條第3項及電視
節目分級處理辦法第3條規定。

2 中天電視股份有

中天新聞台

通傳內容字第
10700615510號
處分日期：
108/02/19

1200午間
新聞

107/11/12
製播新聞違
12:00~13:00 反事實查證
原則，致損
害公共利益

受處分人經營之中天新聞
台107年11月12日12時「1200午間新聞」節
目，於12時55分許播出「陳其邁回防大旗
美，邱議瑩“大家麥離開”打悲情牌」新

份有限公司

限公司

罰鍰
NT$200,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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聞，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27條第3項第4款規
定，依同法第53條第2款規定，處罰鍰新臺
幣20萬元。
3 三立電視股份有
限公司

三立新聞台

通傳內容字第
10700639100號
處分日期：
108/02/19

正午新
聞「○○
○離婚纏
訟！向週
刊爆"子不
喊爸
爸"」新聞

107/07/14
違反兒童及
12:13~12:16 少年福利與
權益保障法

罰鍰
報導「○○○離婚纏訟！向週刊爆"子不喊爸
爸"」新聞，播出以下違法內容，足以識別當事 NT$43,000
人或關係人身分之相關資訊（為顧及法令規
定，故以○○○替代報導中所揭露被害人身分
之資訊）： 主播：「最近浮上媒體版面的就
是這個人了，這個人是○○○大兒
子○○○，他接受周刊訪問，他說其實他
在2015年就跟他的太太就訴請離婚了，到現在
官司還在打，不過，他更難過的是自己親生的
小孩，居然不叫他爸爸，跟著妹妹的小孩喊他
的是舅舅」。○○○：「我說誰是壞人，他(兒
子)說○○○壞人，我要殺
死○○○」(2015.9.25資料畫面)記者：
「○○○引述兒子說的話，這是2015年他親自
露面要反駁妻子○○○家暴說法，而離婚官司
纏訟多年，現在○○○親子關係似乎更惡
化，他在周刊專訪提到兒子不肯叫他爸爸，甚
至會跟他妹妹的小孩叫他舅舅，讓他很心
痛，平面更提到○○○夫婦也因此很心疼，畢
竟2個人婚變後就分居」記者問：「真的很想他
們？」○○○：「當然想啊！我講這個，講不
下去」(2014.7.9資料畫面)
前開報導之內
容，已揭露兒童之親屬姓名、影像、照片及其
關係等，足以辨認兒少身分，經查所涉兒童為
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9條第1項規定
不得揭露身分資訊之受保護對象，依兒童及少
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施行細則第21條規定，親
屬姓名或其關係為其他足以識別身分資訊之
一，受處分人播送旨揭節目，已違反兒童及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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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9條第1項第3款之規
定。
4 中天電視股份有
限公司

中天新聞台

通傳內容字第
10700641670號
處分日期：
108/02/19

週末大爆
卦

107/08/18
違反兒童及
14:12~14:16 少年福利與
權益保障法

內容如下：（為顧及法令規定，故以○○○替 罰鍰
代報導中所揭露被害人及其相關親屬身分之資 NT$30,000
訊）(一)聯電榮譽副董事長○○○，○○○身
家上百億，人生什麼沒有對不對，但是他連一
般的阿公想看自己的孫子這種機會都沒
有，……，他兒子○○○，其實事業也不
錯，你知道人家也學醫的，不管是家世、工作
能力都不錯，然後他的媳婦是○○○其實
跟○○○是青梅竹馬，他們在竹科一起長
大，……居然青梅竹馬的婚姻也會生變，他們
結婚了8年之後就開始出現很多裂痕，……後來
雙方就要鬧離婚，……一開始先打離婚官
司，打完離婚官司之後就打小孩子監護權官
司，……去見小孩一定有探視權，……據
說○○○這邊就是用說小孩子生病不舒服或是
有什麼事，反正就千方百計不讓他去看就對
了，甚至據說鄰居還曾經講說聽到小孩子講說
要去爸爸家那邊，然後結果馬上就被媽媽
打，當然這是○○○這一方面的說法，是不是
有這樣我們並不知道，可是雙方弄僵到什麼地
步，已經影響到小孩了。」(二)「你知道法院
的監理人想要去看一下小孩子，看小孩子現在
狀況怎麼樣，……就問他孫子說你平常叫你爸
爸叫什麼，他說他先整個臉漲紅不太想講
話，後來就講人，叫自己的爸爸叫人，這會不
會太奇怪，後來就再逼，就叫○○○，……
○○○的小名，他怎麼會叫他爸叫○○○，這
聽起來也蠻奇怪的，就是不能叫爸爸就對
了，然後到最後他講說，他不是你爸爸嗎，你
到底叫他什麼，舅舅，爸爸變舅舅……」(三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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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……，大人之間的這種感情的糾紛，已經深
刻影響到小孩子了，我覺得這是非常糟糕的一
件事，不管是哪一方的錯，我覺得會造成小孩
子這樣的影響都是非常不應該的，尤其是據監
理人講說那個小孩常常就會開始摳手指，我覺
得那是一種焦慮的現象，……我覺得當然他們
的感情誰對誰錯我們外人永遠無法理解，可是
當你整個婚姻演變到這樣的狀況，我覺得真的
很心酸，尤其雙方的家世都不錯，然後還擁有
上億的身家，一般人夢寐以求的境界，可是連
自己的孫子現在○○○想要抱一下幾乎都是不
可得，……」查前開節目內容提及兒童家屬有
離婚、監護權訴訟事件，並於節目內容中提及
涉及監護權訴訟之家事紛爭，全程雖將所涉兒
童之影像以霧化方式遮蔽處理，惟該段節目內
容已明確提及所涉兒童之父親、母親、祖父姓
名，及其家屬關係、身分背景等資訊，並數次
播放所涉兒童父親臉部之正面影像，與具有名
人身分之祖父臉部影像；經查所涉兒童為兒童
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9條第1項規定不得
揭露身份資訊之受保護對象，依兒童及少年福
利與權益保障法施行細則第21條規定，親屬姓
名或其關係為其他足以識別身分資訊之一，受
處分人播送旨揭節目，已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
與權益保障法第69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。
5 東森電視事業股
份有限公司

東森新聞台

通傳內容字第
10700682130號
處分日期：
108/02/26

9點新聞

107/12/13
妨害公共秩
09:08~09:10 序或善良風
俗

播送「網傳淘寶消費送豬肉腸，建議煮熟食用 罰鍰
或丟棄」新聞（以下簡稱系爭新聞），涉違反 NT$200,000
衛星廣播電視法第27條第3項第3款規定如
下：新聞標題：「網傳淘寶消費送豬肉腸 建議
煮熟食用或丟棄」；記者旁白：「政府單位加
強稽查，不過有臉書粉專發文指出有民眾在淘
寶買寵物牽引繩，卻被塞了一條豬肉腸當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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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，引起恐慌，不過賣家說並不知道商品會送
到台灣，否則不會送，『對此防檢局表示，都
會加強執行邊境管制措施，如有未被查獲，而
被送到民眾手上的，建議可丟到一般垃圾，如
要食用一定要煮熟』」。受處分人播出系爭新
聞，未能清楚傳達正確防疫資訊，易造成民眾
錯誤認知及行為，就問題肉品可能有不當丟棄
之情形，造成嚴重防疫漏洞，而致非洲豬瘟疫
情擴散，危及社會安全，已違反衛星廣播電視
法第27條第3項第3款規定。

罰鍰：

5 件

警告：

0 件

核處金額：

NT$873,000 元

核處情形

